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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Profit] 基本状况 
上市公司数 137 

行业总市值(亿元) 20657.85 

行业流通市值(亿元) 16988.88 
 

行业-市场走势对比 

 

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
 
[Table_Report] 相关报告 
 

 

 

 

[Table_Finance] 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

简称 
股价 

(元) 

EPS PE 
PEG 评级 

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

000002.S

Z 

万科 24.93  2.54  3.23  4.13  5.37  9.81  7.73  6.04  4.64  0.27  

600048.S

H 

保利

地产 

12.23  1.32  1.70  2.17  2.71  9.27  7.19  5.64  4.51  0.27  

601155.S

H 

新城

控股 

25.10  2.71  4.69  6.69  8.29  8.29  5.36  3.75  3.03  0.12  

600153.S

H 

建发

股份 

7.18  1.17  1.44  1.65  1.92  6.14  4.99  4.35  3.74  0.28  

备注： 

[Table_Summary] 投资要点 
行业跟踪： 

 一手房：成交环比增速-27.79%，同比增速 19.25%（按面积） 

本周中泰跟踪的 40 个大中城市一手房合计成交面积 459.58 万方，环
比增速-27.79%，同比增速 19.25%。其中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城市
一手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速分别为-34.43%，-34.38%，-10.35%；同
比增速分别为 44.30%，23.86%，6.00%。 

 二手房：成交环比增速-44.84%，同比增速-20.69%（按面积） 

本周中泰跟踪的 14 个大中城市二手房合计成交面积 57.35 万方，环
比增速-44.84%，同比增速-20.69%。其中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城市
二手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速分别为-62.95%，-40.96%，-2.16%；同比
增速分别为-34.68%，-9.46%，-30.51%。 

 库存：可售面积环比增速 3.97%（按面积） 

本周中泰跟踪的 15 个大中城市住宅可售面积合计 4681.68 万方，环
比增速-21.36%，去化周期 30.34 周。其中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住宅
可售面积环比增速为-34.22%，-10.71%，-0.49%。一线、二线、三
线去化周期分别为 29.02 周，30.54 周，35.46 周。 

 10 个重点城市推盘分析（数据来源：中指） 

根据中指监测数据，（12 月 24 日至 12 月 30 日）重点城市共开盘 90

个项目，合计推出房源 20132 套，其中一线城市开盘 5816 套、占比
28.89%；开盘项目平均去化率达到 64.3%，其中二线城市平均去化率
为 61%。 

 投资建议：上周五 1 月 4 日，央行宣布降准，预计释放资金约 1.5 万

亿，中长期资金约 8 千亿。纵观历次降准周期，板块均享受较高的相

对收益；行业供需两端基本面，也在 1-2 季度后得到明显改善。同时，

行业政策面逐渐清晰，18 年底的各项重要会议结束，因城施策的微调

已形成基本预期。我们认为流动性的改善大体在预期之内，配合政策

端边际放松，板块基本面的反弹也具备较强确定性。此时板块的相对

收益已经部分反映了流动性宽松与政策改善预期，但政策回暖带来的

板块与基本面反弹大趋势不会变。对于标的选择，考虑到此时仍处基

本面探底阶段，推荐安全边际较高的行业龙头，如：万科、保利地产；

同时推荐受益于流动性改善的优质一线房企，如：新城控股、华夏幸

福等。 

 

 风险提示：三四线成交下滑及一二线反弹不及预期；流动性大幅收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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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行业要闻    

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考虑大幅增加土地供应。（新

华社） 

新华社香港 12 月 31 日电 香港土地供应专责小组 31 日向香港特区行政

长官林郑月娥提交报告，就整体土地供应策略和土地供应选项作出建议。

林郑月娥表示，政府必须多管齐下，大幅增加土地供应。 

 重庆调整主城房产税起征点：17630 元/平方米。（新京报） 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方网站 2019 年 1 月 1 日发布公告，按照
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<重庆市关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

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>和<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>

的决定》（市人民政府令第 311 号）规定测算，2019 年主城区个人新购

高档住房是指成交建筑面积价格达到 17630 元/平方米及以上的住房。 

 天津市土地市场“爆发式补仓”，共挂牌 15 宗经营性土地，土地面积合

计 62 万平方米，挂牌起始总价逾 35 亿元。（和讯网） 

2018 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记者从市土地交易中心获悉，本市土地市场

出现“爆发式补仓”，共挂牌 15 宗经营性土地，土地面积合计约 62 万平

方米，挂牌起始总价逾 35 亿元。 

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：未来住房制度已经确立，四类住房构成供应

体系，以实现“市场稳定、住有所居”的发展目标。（华夏时报） 

12 月 29 日，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住房支

付能力指数暨纪念住房制度改革 20 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。会上，住建部

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在发言中指出，未来的住房制度改革思路已经非

常清楚，主要包括：围绕“房住不炒”的长期定位，确立“保障与市场、

租购并举”的供应体系，坚持“长效机制、因城施策”的调控思路，实

施“中央定方向、城市负总责”的工作机制，实现“市场稳定、住有所

居”的发展目标。 

 58 同城发布 2018 年住房租赁报告，2000 元/月以下需求占比近八成。（证

券日报） 

近日，58 同城、安居客发布了《2018 年中国住房租赁报告》(以下简称

报告)。数据显示，流动人口及高校毕业生为当前住房租赁市场主要需求

群体，租金在 2000 元/月以下的刚性租赁需求占市场主导地位，沪京深

三地租赁房源供应量居全国前三名。 

 2018 年内北京楼市入市套数是最近 4 年的最高点，成交套数达最低点。

（证券时报网） 

北京楼市供应继续井喷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：2018

年内北京楼市入市的商品房住宅套数高达 44841 套，是最近 4 年的最高

点，同比涨幅高达 65%。在供应量井喷的同时，成交套数 2018 年只有

25052 套，刷新年度最低记录。历史上连续 2 次出现年成交新建商品房

住宅不足 3 万套的情况。 

 2018 年全年， 销售 TOP100 房企拿地总货值超过 10 万亿元，较 2017

年降幅达到 13%。（证券日报） 

2018 年，虽各地土地流拍现象很多，但率先降价促销拿回销售款的

房企仍然抓住了市场机遇，储备了不少土地。据克而瑞地产研究统计，

2018 年全年， 销售 TOP100 房企拿地总货值超过 10 万亿元，较 2017



 
 

年降幅达到 13%，其中，26 家房企全年拿地货值超过 1000 亿元，22

家房企拿地建筑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米。总体来看，2018 年，房企更

倾向于收紧投资准备“过冬”。 

 杭州主城区出让 4 宗地块，包括 2 宗宅地及 2 宗商地，总出让面积 150

亩，可建面积 29.1 万平米，总起价 43.3 亿元。（观点地产网） 

1 月 2 日，杭州主城区出让 4 宗地块，包括 2 宗宅地及 2 宗商地，总出

让面积 150 亩，可建面积 29.1 万平米，总起价 43.3 亿元。其中，2 宗

宅地分别位于拱墅区大关单元和江干区笕桥生态公园单元，商地则分布

于滨江区中兴单元和笕桥单元。 

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，北京共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417 公顷，计

划完成率为 119%，超额完成年度总量任务。（证券时报网） 

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，本市共完成保

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417 公顷，计划完成率为 119%，超额完成年度总量

任务；其中公租房、棚改安置房、定向安置房和中央军队用地等均超额

完成。 

 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明确强调，要健全多主体

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。（澎湃网） 

据新华社，1 月 3 日，国务院批复同意《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

划(街区层面)(2016 年-2035 年)》，明确强调，要健全多主体供给、多渠

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。 

 东原新年扩储：10.88 亿元摘重庆沙坪坝两宗宅地。（观点地产网） 

1 月 3 日，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拍卖的方式出让沙坪坝区两宗宅

地，总出让面积为 8.85 万平方米，总起价 8.85 亿元，最终，由东原以

10.88 亿元总价竞得两宗地块。 

 广州黄埔 4.25 亿元挂牌 25 亩商地，须自持 70%建面物业。（观点地产

网） 

1 月 2 日，广州黄埔区挂牌一宗商地，编号 LG-NG-01，宗地面积为 16784

平米（25 亩），地块起价 4.25 亿元，挂牌（报价）时间为 2019 年 1 月

2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 日。 

 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，释放资金约 1.5 万亿元。（观点地产

网） 

1 月 4 日，据央行官网，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优化流动性结构，

降低融资成本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

点。其中，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调 0.5 个百分点。 

 苏州 7 宗地拍出 126.6 亿元，总出让面积 48.2 万平米。（观点地产网） 

1 月 4 日，苏州主城区出让 7 宗地块，编号为苏地 2018-WG-30 号至 38

号（除 31 号、36 号），总出让面积 48.2 万平米，总建筑面积 92.5 万平

米，总起始价 110.2 亿元，地块分布于吴中区（3 宗）、相城区（2 宗）、

工业园区（1 宗）和高新区（1 宗）。 

 杭州土地市场首拍最高溢价 20% ，新年楼市乍暖还寒。（观点地产网） 

1 月 2 日，2019 年杭州首场“土拍”进行，四宗出让地块中的两块住宅

用地分别溢价 20.1%、11%成交。 

 

 

  



 
 

2、公司要闻  

 【金宇车城】决定于近日向中国证券会申请撤回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

行股票申请文件。 

 【招商置地】公司子公司招商南京与南京昌茂将共同开发南京市的

2018G52 地块。 

 【佳兆业集团】发行规模 100 百万美元，利率 10.5%，于 2021 年到期

的可转债。 

 【光大嘉宝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未经审计借款余额为

950,536.32 万元，较上年末累计新增借款 808,556.42 万元，累计新增

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33.33%。 

 【新城控股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

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5,529,147 股，占公司公告本次回购预案时总股本的

比例为 0.24%，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25%。 

 【世茂股份】公司第三大股东上海世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原质押的

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,500万股（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.40％）

解除质押。 

 【栖霞建设】截止 2019 年 1 月 2 日，栖霞集团质押的公司股票合计

315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0%，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

87.29%。 

 【光明地产】控股子公司云南光明紫博置业成功竞拍云南省昆明市

KCC2011-63-A2 地块，成交总价 29316.6 万元。 

 【张江高科】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发行完成 2018 年度第一期私

募股权直投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，本期发行金额 1 亿，期限 3 年，票

面利率 4.35%。 

 【卧龙地产】截至 2019 年 1 月 2 日，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

股份数量为 26,069,216 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3.58%。 

 【城投控股】公司中标江阴高新区新城镇综合开发 PPP 项目。 

 【光明地产】（1）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 6 亿元的冷链仓储物流资产支持

专项计划；（2）公司子公司上海汇晟置业成功竞拍上海市浦东新区“十

二五”保障房三林基地两幅地块。 

 【迪马股份】公司子公司分别以 3.18 亿元和 7.7 亿元竞得沙坪坝区双碑

组团 C 三块土地使用权。 

 【格力地产】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28 号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175

万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.57%。 

 【苏宁环球】（1）公司终止收购宜兴苏宁环球现代农业 100%股权暨终

止关联交易；（2）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共计回购公司股份 7014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3114%。 

 【银亿股份】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将 700 万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天

风证券。 

 【中航善达】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宋博通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。 

 【格力地产】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累计共有 280.6 万元“格

力转债”已转换成公司股票。 

  【银亿股份】公司子公司宁波银恒房产拟转让安吉银瑞房产 3,323.5 万

元股权，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87,398,225 元。 



 
 

  【中天金融】（1）拟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，回购上限 490,367,827 股，

回购下限 280,210,188 股；（2）与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签署《战略合

作协议》，开发贵阳市延安东路延伸线及周边土地。 

  【金地集团】公司 2018 年 12 月实现签约面积 164.7 万平方米，实现

签约金额 286.4 亿元；1-12 月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877.8 万平方米，累计

签约金额 1623.3 亿元。 

  【万科 A】公司 2018 年 12 月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438.7 万平方米，合同

销售金额 630.1亿元；1-12月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4037.7 万平方米，

合同销售金额 6069.5 亿元。 

 

 

  



 
 

3、基本面回顾 

3.1 40 个大中城市一手房成交分析（18/12/29-19/01/04） 

 本周中泰跟踪的 40 个大中城市一手房合计成交面积 459.58 万方，环比增

速-27.79%，同比增速 19.25%。其中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城市一手房成交

面积环比增速分别为-34.43%，-34.38%，-10.35%；同比增速分别为 44.30%，

23.86%，6.00%。 

图表 1： 一手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速（周数据）  图表 2：一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（周数据） 

 

 

 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 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 

 图表 3：主要城市一手房本周成交面积环比增速 

 

 

 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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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区域 城市名称 指标 18/12/29-19/01/04 环比 同比 

合计 
套数 4.19 -26.73% 21.64% 

面积 459.58 -27.79% 19.25% 

一线城市 
套数 0.58 -31.56% 42.13% 

面积 61.02 -34.43% 44.30% 

二线城市 
套数 2.17 -33.71% 24.28% 

面积 241.92 -34.38% 23.86% 

三线城市 
套数 1.44 -9.93% 11.60% 

面积 156.64 -10.35% 6.00% 

环渤海 

北京 
套数 0.00 -98.11% -94.95% 

面积 0.61 -97.34% -91.88% 

青岛 
套数 0.19 -25.45% -32.30% 

面积 22.39 -26.25% -29.97% 

长三角 

上海 
套数 0.21 -12.36% 29.46% 

面积 22.33 -7.92% 37.06% 

杭州 
套数 0.14 -53.06% -8.84% 

面积 15.68 -52.85% -16.84% 

南京 
套数 0.10 -54.85% -52.28% 

面积 14.72 -43.41% -35.85% 

宁波 
套数 0.11 -30.17% 451.31% 

面积 12.65 -29.23% 408.97% 

苏州 
套数 0.15 6.54% 49.33% 

面积 18.47 3.96% 46.63% 

无锡 
套数 0.10 3.78% 77.78% 

面积 11.14 3.24% 59.94% 

扬州 
套数 0.03 104.70% -44.95% 

面积 3.48 88.05% -48.50% 

常州 
套数 0.17 -9.08% 69.54% 

面积 7.12 -16.92% -17.87% 

安庆 
套数 0.03 -26.20% -56.19% 

面积 3.34 -23.30% -51.32% 

淮安 
套数 0.08 -1.05% -23.99% 

面积 9.72 -4.77% -22.63% 

连云港 
套数 0.08 -9.79% -39.07% 

面积 8.18 -11.82% -43.52% 

温州 
套数 0.10 -37.83% -28.60% 

面积 13.02 -35.83% -26.01% 

镇江 
套数 0.14 -28.36% 27.45% 

面积 15.54 -32.28% 24.34% 

芜湖 
套数 0.01 -75.76% -84.31% 

面积 0.97 -54.25% -77.24% 

金华 套数 0.04 2.70% 83.57% 

图表 4：40 大中城市一手房详细成交数据（套数：万套；面积：万方） 

 



 
 

面积 4.73 19.65% 129.27% 

台州 
套数 0.02 -- -23.68% 

面积 2.63 -- -25.90% 

江阴 
套数 0.04 -15.94% -30.36% 

面积 7.07 -9.27% -2.84% 

泰安 
套数 0.03 52.38% -19.80% 

面积 3.61 51.07% -27.18% 

盐城 
套数 0.11 -- 7.39% 

面积 13.33 -- 6.05% 

珠三角 

广州 
套数 0.31 -9.00% 168.22% 

面积 32.88 -12.04% 164.83% 

深圳 
套数 0.05 -36.76% -13.42% 

面积 5.19 -38.75% -14.23% 

佛山 
套数 0.49 -24.60% 276.62% 

面积 44.01 -29.86% 256.30% 

东莞 
套数 0.10 -52.57% 0.62% 

面积 11.11 -51.82% 3.24% 

惠州 
套数 0.04 -20.47% 39.73% 

面积 5.09 -21.18% 48.78% 

江门 
套数 0.01 -41.18% -55.88% 

面积 1.11 -41.68% -53.41% 

中西部 

武汉 
套数 0.33 -37.16% -9.98% 

面积 38.45 -40.40% -1.86% 

成都 
套数 0.24 -48.32% 112.18% 

面积 28.97 -47.12% 117.00% 

岳阳 
套数 0.02 -57.61% -23.15% 

面积 1.90 -57.73% -19.15% 

襄阳 
套数 0.01 -89.15% -42.92% 

面积 1.69 -89.18% -37.76% 

南宁 
套数 0.38 12.55% 397.52% 

面积 41.30 13.34% 398.95% 

其他 

福州 
套数 0.06 14.95% 122.83% 

面积 6.15 9.12% 96.41% 

泉州 
套数 0.04 -22.16% -11.21% 

面积 5.01 -19.62% -7.34% 

莆田 
套数 0.02 35.09% 133.33% 

面积 3.13 41.69% 159.47% 

长春 
套数 0.17 -20.07% 40.88% 

面积 18.18 -16.88% 42.95% 

吉林 
套数 0.02 -47.80% -42.31% 

面积 2.39 -40.99% -39.30% 

韶关 
套数 0.02 -37.55% -20.28% 

面积 2.29 -35.80% -16.48% 
 

注：一线城市包括：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合计 4个城市；二线城市包括：杭州、南京、福州、武汉、成都、长春、南昌、宁波、青岛、无锡、苏州、



 
 

佛山、东莞,合计 31个城市；三线城市包括：扬州、温州、金华、台州、惠州、韶关、淮安、牡丹江、莆田、岳阳、襄阳、安庆、江阴、常州、连云港、镇

江、江门、泰安、南宁、芜湖、盐城、吉林、泉州，合计 23个城市。 
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3.2 10 个重点城市推盘分析（数据来源：中指） 

 根据中指监测数据，（12 月 24 日至 12 月 30 日）重点城市共开盘 90 个项
目，合计推出房源 20132 套，其中一线城市开盘 5816 套、占比 28.89%；
开盘项目平均去化率达到 64.3%，其中二线城市平均去化率为 61%。 

图表 5：重点城市推盘（近八周）  图表 6：重点城市开盘平均去化率（近八周） 

 

  

 

来源：中指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 来源：中指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图表 7：重点城市推盘产品结构  图表 8：重点城市推盘产品结构 

 

 

 

来源：中指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 来源：中指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3.3 15 大中城市住宅可售套数分析（2019-01-04） 

 本周中泰跟踪的 15 个大中城市住宅可售面积合计 4681.68 万方，环比增

速-21.36%，去化周期 30.34 周。其中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住宅可售面积

环比增速为-34.22%，-10.71%，-0.49%。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去化周期分

别为 29.02 周，30.54 周，35.46 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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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9：合计可售套数及去化周期（按面积）  图表 10：一线城市可售套数及去化周期（按面积） 

 

 

 
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 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图表 11：二线城市可售套数及去化周期（按面积）  图表 12：三线城市可售套数及去化周期 

 

 

 
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 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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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13：15 大中城市库存量数据分析（套数：万套，面积：万平方米） 

 

地理区域 城市名称 指标 2019-01-04 环比 同比 
前 6 个月周均成交量（面

积） 
去化周期（面积） 

合计 
套数 36.97 -22.06% -3.40% 

146.87 30.34 
面积 4681.68 -21.36% -4.53% 

一线城市 
套数 15.88 -34.89% -12.19% 

66.17 29.02 
面积 1920.48 -34.22% -12.97% 

二线城市 
套数 17.66 -9.88% 13.83% 

66.32 30.54 
面积 2251.24 -10.71% 9.73% 

三线城市 
套数 3.43 -0.66% -26.58% 

14.38 35.46 
面积 509.96 -0.49% -21.02% 

长三角 

上海 
套数 5.09 -1.56% 54.49% 

26.90 25.78 
面积 693.63 -1.78% 40.69% 

杭州 
套数 2.21 -50.42% -21.29% 

18.72 15.67 
面积 293.39 -50.24% -19.55% 

南京 
套数 3.39 5.19% 43.50% 

15.83 25.10 
面积 397.40 3.61% 34.89% 

苏州 
套数 4.81 -2.55% 2.01% 

18.97 36.11 
面积 684.89 -2.42% -0.88% 

宁波 
套数 2.34 -1.41% 51.48% 

8.09 38.54 
面积 311.92 -0.12% 58.02% 

江阴 
套数 1.44 -1.56% -32.43% 

6.21 39.82 
面积 247.47 -1.18% -25.22% 

珠三角 

广州 
套数 7.28 -2.09% 17.89% 

20.83 41.98 
面积 874.62 -1.79% 17.30% 

深圳 
套数 3.50 -3.86% 6.68% 

6.13 57.47 
面积 352.23 -2.42% 6.85% 

其他 

福州 
套数 3.12 7.22% 112.94% 

4.70 71.82 
面积 337.56 7.17% 85.26% 

厦门 
套数 1.79 5.49% -- 

-- -- 
面积 226.09 3.29% -- 

莆田 
套数 1.99 0.01% 41.16% 

2.78 94.39 
面积 262.49 0.18% 38.27% 

 

注：一线城市包括：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合计 4个城市； 二线城市包括：杭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南昌、苏州、宁波、厦门，合计 7个城市；三线城市

包括：惠州、九江、江阴、莆田，合计 4个城市。 
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3.4 14 个大中城市二手房成交分析（18/12/29-19/01/04） 

 本周中泰跟踪的 14 个大中城市二手房合计成交面积 57.35 万方，环比增速

-44.84%，同比增速-20.69%。其中，一线、二线、三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面

积环比增速分别为-62.95%，-40.96%，-2.16%；同比增速分别为-34.68%，

-9.46%，-30.51%。 



 
 

图表 14：二手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速（周数据）  图表 15: 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（周数据） 

 

 

 
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 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 

 图表 16: 主要城市二手房本周成交面积环比增速 

 

 
 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地理区域 城市名称 指标 18/12/29-19/01/04 环比 同比 

合计 
套数 0.62 -44.51% -19.88% 

面积 57.35 -44.84% -20.69% 

一线城市 
套数 0.16 -61.07% -34.44% 

面积 13.34 -62.95% -34.68% 

二线城市 
套数 0.37 -39.99% -8.15% 

面积 34.21 -40.96% -9.46% 

三线城市 套数 0.10 -7.26% -28.35% 

图表 17: 14 大中城市二手房详细成交数据（套数：万套，面积：万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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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 9.81 -2.16% -30.51% 

环渤海 

北京 
套数 0.10 -68.96% -28.13% 

面积 8.30 -70.29% -28.70% 

青岛 
套数 0.04 -34.81% -58.88% 

面积 3.59 -38.56% -57.44% 

长三角 

杭州 
套数 0.06 -28.41% -7.41% 

面积 4.84 -30.81% -13.90% 

南京 
套数 0.07 -45.69% -9.73% 

面积 6.01 -46.92% -13.82% 

无锡 
套数 0.05 -60.28% -26.76% 

面积 4.68 -59.46% -36.04% 

苏州 
套数 0.10 -32.99% 21.92% 

面积 10.87 -32.23% 25.69% 

扬州 
套数 0.01 -36.46% -23.84% 

面积 1.00 -34.09% -23.84% 

金华 
套数 0.02 9.74% -25.88% 

面积 1.56 -21.10% -42.47% 

珠三角 

深圳 
套数 0.06 -34.83% -42.45% 

面积 5.04 -37.61% -42.61% 

江门 
套数 0.01 -55.38% -38.13% 

面积 1.25 -44.96% -38.13% 

中西部 

南宁 
套数 0.05 84.75% 40.05% 

面积 5.31 112.18% 49.50% 

岳阳 
套数 0.01 -65.63% -55.10% 

面积 0.68 -60.98% -52.62% 

其他 厦门 
套数 0.05 -25.90% 468.75% 

面积 4.22 -31.99% 428.58% 
 

注：一线城市包括：北京、深圳，合计 2个城市； 二线城市包括：杭州、南京、厦门、青岛、无锡、苏州，合计 6个城市；三线城市包括：扬州、金华、

江门、南宁、岳阳、张家港，合计 6个城市。 

来源：Wind，中泰证券研究所 

 

   4、投资建议及风险提示 

 投资建议：上周五 1 月 4 日，央行宣布降准，预计释放资金约 1.5 万亿，

中长期资金约 8 千亿。纵观历次降准周期，板块均享受较高的相对收益；行

业供需两端基本面，也在 1-2 季度后得到明显改善。同时，行业政策面逐渐

清晰，18 年底的各项重要会议结束，因城施策的微调已形成基本预期。我

们认为流动性的改善大体在预期之内，配合政策端边际放松，板块基本面的

反弹也具备较强确定性。此时板块的相对收益已经部分反映了流动性宽松与

政策改善预期，但政策回暖带来的板块与基本面反弹大趋势不会变。对于标

的选择，考虑到此时仍处基本面探底阶段，推荐安全边际较高的行业龙头，

如：万科、保利地产；同时推荐受益于流动性改善的优质一线房企，如：新

城控股、华夏幸福等。 

 风险提示：三四线成交下滑及一二线反弹不及预期；流动性大幅收紧等。 



 
 

投资评级说明： 

 评级 说明 

股票评级 

买入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%以上 

增持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%~15%之间 

持有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-10%~+5%之间 

减持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%以上 

行业评级 

增持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%以上 

中性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-10%~+10%之间 

减持 预期未来 6~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%以上 

备注：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~12 个月内公司股价（或行业指数）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。其

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；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（针对协议转让标的）或三板做市指数（针对做市

转让标的）为基准；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，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

基准（另有说明的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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